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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首份仲裁公信力
评估研究报告发布

5月 31日袁中国仲裁公信力评估报告发
布会暨第二届仲裁公信力论坛在京举行袁会
上发布了国内首份仲裁公信力评估研究报
告遥

评估结果显示袁 被调研的 50家代表仲
裁机构仲裁公信力平均得分为 73.5分袁最低
为 60.0分袁27家机构分数在平均分以上袁这
表明我国仲裁公信力整体在合格以上袁但仍
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遥

本次会议由中国政法大学尧法制日报社
共同主办袁野中国仲裁公信力建设和评估冶科
研项目旨在衡量仲裁公信力建设状况尧评估
以仲裁机构为主导的仲裁服务整体状况遥这
一项目通过调查研究学术科研袁提出仲裁公
信力建设可参考的质量评估体系袁并量化为
实践中可以操作施行的具体指标体系袁是对
仲裁法贯彻试实施效果的量化检测遥

负责评审的专家评审委员会由中国政
法大学教授黄进尧 法制日报社总编辑张亚尧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傅郁林尧最高人民法院
仲裁司法监督法官高晓力等 25 名专家组
成遥 通过选择确定调研评估对象尧设计发放
回收调查问卷尧 搜集公开数据等多个环节袁
确定评估结果遥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尧全国人大监察和
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胜明提出袁以公信
力评估这种方式作为推动我国仲裁事业发
展的基本方式袁不仅可以树立榜样袁研究问
题袁而且可以有效宣传和完善仲裁遥 孝金波

公安部院

野团圆冶系统上线三年来
找回近 4000名失踪儿童

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野团
圆冶系统上线三年来袁共发布走失儿童信息
3978条袁 找回 3901名失踪儿童袁 找回率达
98%遥

这是记者 2日从国务院反拐部际联席
会议办公室尧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开展的 野关
爱儿童袁反对拐卖冶主题宣传活动的北京活
动现场获悉的遥

据悉袁野团圆冶系统是公安部为适应野互
联网+打拐冶的时代要求而开发袁于 2016年
5月 15日正式上线的遥 一旦有儿童失踪信
息发布袁该平台可协助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将
儿童失踪信息通过新媒体和移动应用终端袁
推送至失踪地周边一定范围内袁让更多群众
准确获取相关信息袁及时提供线索袁协助公
安机关尽快破案遥 目前袁已有多家新媒体和
移动应用接入该平台遥

野帮助孩子建立可信任的安全人员名
单冶野儿童失踪不到 24小时不立案是谣言冶
野寻找孩子可采取耶十人四追爷法冶噎噎 在活
动现场袁民警将一个个防拐小常识深入浅出
地传授给了参加活动的家长和小朋友遥中国
反拐义务宣传员王茜尧于震等人号召全社会
共同提高防范拐卖儿童的意识袁呼吁更多的
爱心人士加入反拐工作袁为孩子们健康茁壮
成长创造安全的生活环境遥

记者获悉袁当日袁全国公安机关按照统
一部署普遍开展了现场认亲尧 采集血样尧散
发反拐宣传品尧接受反拐咨询等多种形式的
反拐宣传活动袁介绍我国反拐工作概况和防
拐常识袁进一步增强社会各界尤其是儿童的
防范拐卖犯罪意识袁共同努力减少拐卖儿童
犯罪遥 杨奕

在酒桌上满口应承替朋友做担
保借款 5万元,并且签字遥 醒酒后的
马华向朋友和出借人讲明不愿为这
笔借款作担保,遂引发纷争遥日前,温
宿县人民法院审结了这起保证合同
纠纷案件遥

2016年 2月的一个晚上, 马华
应朋友张鑫之约一起喝酒, 席间,张
鑫以种植红枣资金紧缺为由让马华
为其借款作担保, 并允诺事成之后
给予其 500元好处遥 马华欣然同意,
酒桌上, 马华和张鑫以及出借人就
借款尧担保事宜拟定了协议遥马华为
张鑫借款 5万元提供担保遥 为庆祝
合作成功,3人多喝了几杯, 酒后马
华与张鑫分别在保证人和借款人处
签了字遥

第二天, 醒酒后的马华向张鑫
和出借人讲明不愿为这笔借款作担
保,谁知张鑫的电话无法接通,出借
人直接表明,野要不是有人做担保,我
说什么也不会把钱借出去的, 现在
钱已经打到张鑫的银行卡遥 你如果
反悔就把钱还给我, 这事也算过去
了遥 冶

马华悔恨不该为了一时贪念 ,
让自己卷进去, 于是向法院提起诉
讼, 认为其酒后丧失自控能力所签
的字并非其真实意思表达, 因此,该
保证协议不成立也当然无效遥 温宿
法院审理后, 驳回了马华的诉讼请
求遥

审理此案的法官表示, 本案中,
马华为张鑫向出借人的借款行为提
供担保,虽然是酒后,但仍清醒,是其
真实意思表达遥 根据合同法规定,这
份担保应属有效, 马华理应承担担
保责任遥

点评院
近年来由于民间借贷而发生的

纠纷日益增多, 损害了社会的稳定
和秩序遥 在这些借款纠纷中,担保纠
纷占了很大比重遥 一方面,一些担保
人对担保的法律规定和责任承担不
甚了解,或者碍于情面尧一时冲动,对
借款人的经济状况尧 信用程度和借
款用途也不作深入了解, 便稀里糊
涂地在合同上签名, 答应承担担保
责任遥 一旦债务真的摊到自己头上,

便以种种借口推卸责任, 拒不承担
担保责任,遂酿成纠纷遥

另一方面, 一些借款人法律意
识淡漠尧诚信观念缺乏,在借款时就
想着如何逃避债务尧 如何把还款责
任转嫁到担保人身上, 这在无形中
加大了担保人的担保风险, 使担保
人承担偿还债务的可能性大大增
加, 由此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许多
借款方面的纠纷遥

为避免担保风险尧 减少借款纠
纷, 担保人首先应当了解担保法律
规定, 根据自己的现实条件审慎选
择担保方式遥 其次应当增强理性思
维,避免感情用事,不为所谓的野哥们
义气冶遮蔽双眼,认真了解借款人的
品行和借款的用途, 认为不该担保
的就明确尧果断地予以拒绝遥借款人
也应认真履行合同约定的还款责
任,而不是把责任推给担保人,自己
却置身事外遥

民间借贷是一把双刃剑, 无论
是债权人尧 债务人还是担保人都应
当充分认识其中的利益和风险 ,趋
利避害,实现共赢遥

日前袁 许先生收到了江西某法
院的裁定书袁 法院裁定腾讯立即停
止在野QQ浏览器冶APP中获取用户
微信以及 QQ账号中的头像尧性别尧
生日尧地区等个人信息袁以及好友信
息的行为遥

据记者了解袁 许先生是一名法
学博士袁也是野QQ浏览器冶的用户袁
工作生活中袁 经常使用 野QQ浏览
器冶浏览网页遥 在许先生看来袁野QQ
浏览器冶 的一些功能在登录之后用
起来会更便捷袁日常使用中袁许先生
偶尔也会用自己的微信账号尧QQ
账号登录野QQ浏览器冶遥 记者注意
到袁目前野QQ 浏览器冶仅支持这两
种登录方式遥

但在一次使用中袁许先生发现
微信账号登录野QQ 浏览器冶之后袁
野QQ浏览器冶在没有提示尧告知的
情况下袁也未经许先生授权同意袁

就获取了许先生的微信好友关
系袁并展示在好友页面上遥 不仅如
此袁野QQ浏览器冶还同步了许先生
微信账号中的性别尧 地区等个人
信息遥

于是袁 许先生又使用 QQ登录
野QQ浏览器冶袁 发现同样在没有被
提示和告知的情况下袁 未经授权同
意就被获取了他的 QQ好友关系袁
以及性别尧地区甚至生日信息遥 野我
从未授权过 耶QQ浏览器爷 收集微
信尧QQ上的个人隐私信息遥 冶许先
生表示完全不知情袁 他说自己不知
道野QQ浏览器冶是在什么情况下收
集了自己的隐私遥

野这是在公然窃取隐私遥 冶担心
之余袁许先生就想在野QQ 浏览器冶
中删掉这些被违法收集的个人隐私
信息袁但让许先生惊讶的是袁QQ浏
览器居然未提供任何方式来取消个

人信息的授权袁在野QQ浏览器冶中袁
也找不到任何能够删除个人隐私信
息的地方遥

无奈之下袁 许先生在江西某法
院起诉了野QQ浏览器冶APP运营方
腾讯袁并提起了行为保全申请渊诉前
禁令冤袁要求腾讯立即停止侵犯其隐
私权的行为袁并立即停止在野QQ浏
览器冶App 上使用原告的微信/QQ
账号信息以及好友关系遥

最终袁根据许先生的申请袁法院
裁定腾讯立即停止在野QQ浏览器冶
APP 中获取用户微信账号中的头
像尧性别尧生日尧地区等个人信息袁以
及微信好友信息的行为遥

同时袁 法院裁定腾讯立即停止
在 野QQ 浏览器冶APP 中获取用户
QQ 账号中的头像尧性别尧生日尧地
区等个人信息袁 以及 QQ好友信息
的行为遥

酒桌上签字担保
酒醒后悔之晚矣

阴胡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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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诉腾讯 QQ浏览器违法收集个人隐私
法院院立即停止

阴贝清


